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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融智内部控制研究院、

深圳日浩会计师事务所、北京艾图内控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海现代服务业有

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中建八局第

一建设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UiPath 公司、安永（中国）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商务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哈尔滨汇圣会计师事务所、国家电网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财贸职

业学院、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江苏正保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正誉企

业管理（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烨泽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河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

业学院、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建宁、吉津海、王芳、李斗、许智勇、陈沛、兰斌、

杨宏伟、胡嘉、韩江、钟玉怡、马金平、潘望青、赵海立、刘维丹、董成杰、孙

义、郝海霞、苏飏、马成旭、赵彩霞、刘旭杰、蔡理强、毛友俊、鲁银花、郭英

杰、高小鹏、程平、高敏、李良树、刘彧、朱璋龙、卢吉强、苏毅、刘宝庆。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北京东大正保

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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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

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3263-2016 机器人软件功能组件设计规范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信部联规〔2016〕109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中国机器人标准化白皮书(2017)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版）（职业代码 2-06-03/04/0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2017 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2019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201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政府会计准则》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JeEL__-DZEfCdRsZXwOF26yQSGp0D_xSB2tcNl_P6tl80UzQNbfknPtHshH5hRNy0dGGUrfouFgoTF7pGypCYewRPdJqN67XV29bSDxYxn-qBz0scZtNm3X6nqJi03AR2PkFjVfwie6jdLJHYgcXX0UxTfXXP8bNJQL9poa-7laDCYkqut9vFq2ZVUXrZu6d7hOP-aMv5vJS-l5ipzdr7iHZ-R_6t8sc5tBb1PMTlO&wd=&eqid=cf415cc100013549000000035f0d25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5%92%8C%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9%83%A8/22782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B4%A8%E9%87%8F%E7%9B%91%E7%9D%A3%E6%A3%80%E9%AA%8C%E6%A3%80%E7%96%AB%E6%80%BB%E5%B1%80/5845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BB%9F%E8%AE%A1%E5%B1%80/310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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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试行）》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流程自动化机器人 Robot Process Automation（RPA）

RPA 又可以称为“Digital Labor”，即数字化劳动力，是一种智能化软件，

通过模拟并增强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过程，实现工作流程中的自动化。RPA

具有对企业现有系统影响小，基本不编码，实施周期短，对非技术的业务人

员友好等特性。

3.2 财务与会计机器人 Financial Robot

财务与会计机器人是 RPA 在财务与会计领域的应用，基于固定的脚本模拟

人机重复操作、输入数据、进行数据核对与校验、数据加工和统计、实现异

构系统数据互通等。

3.3 政府会计 Government Accounting

政府会计主体是指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直接或者间接发生预算拨款关系

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政府会计

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构成：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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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规定；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

3.4 预算管理 Budget Management

预算管理是指为确保国家预算资金规范运行而进行的一系列组织、调节、

控制、监督活动的总称。

3.5 绩效评价 Performance Appraisal

绩效评价，是指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的程序，对预算资金的投

入、使用过程、产出与效果进行系统和客观的评价。

3.6 自动化设计 Automation Design

自动化设计是指组织中实施 RPA 的计划。计划可以是短期，可以是长期；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实施主体一般会确定自动化的最佳候选流程列表。

3.7 业务流程管理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BPM）

业务流程管理是使用模型、自动化、数据洞察来优化业务流程、企业目标

和员工操作的实践，是一套达成企业各种业务环节整合的全面管理模式。业

务流程管理涵盖了人员、设备、桌面应用系统、企业及后台管理应用等内容

的优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跨应用、跨部门、跨合作伙伴与客户的企业运作。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金融事务、保险事务、信托事务、物流服务与管理、

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统计事务、计算机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财政、税务、资产评估与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

信托与租赁、保险、信用管理、会计、审计、会计信息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

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财政学、审计学、税收学、保险学、金融学、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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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经济与金融、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评估、金融科技、会计学

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面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或企业的财务部门、信息中心、卓

越自动化中心及咨询公司、财税服务机构，能够熟练应用财务机器人处理大量、

重复、可标准化的业务工作，或能够整理业务流程、进行流程优化，向自动化方

案设计和技术开发人员提出开发需求，或从事财务机器人需求分析、咨询顾问、

软件实施、项目规划与管理、流程分析与优化、设计等岗位工作的人员。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初级）：能够对财务机器人进行基础设置，

熟练使用财务服务、政务服务、个人助理等机器人处理大量、重复、可标准化的

业务工作，并能对现有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并提出财务机器人的开发需求等工作。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中级）：能够树立自动化转型意识、使用财

务审计、税务管理等机器人处理大量、重复、可标准化的业务工作，并能对现有

工作进行分析，进行财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分析、业务流程优化等工作。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高级）：能够熟练使用报表管理、预算管理、

绩效管理等机器人处理大量、重复、可标准化的业务工作，并能对现有工作进行

分析、业务流程设计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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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RPA机

器人应用

认知

1.1 RPA基

本概念认知

1.1.1能根据 RPA机器人应用工作规范，树立智能财务思维

和自动化应用意识，确保掌握 RPA机器人基本概念。

1.1.2能根据 RPA机器人应用工作规范，准确理解 RPA机器

人的技术特点，为识别、分析适合的工作流程打基础。

1.1.3能根据 RPA机器人应用工作规范，准确理解 RPA机器

人的应用功能，为识别、分析适合的工作流程打基础，确保

选择最优的业务流程。

1.1.4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能够接受新事

物、使用新工具进行工作。

1.2 RPA基

础场景应用

1.2.1能根据 RPA机器人适用的标准规范，理解 RPA机器人

在邮件、数据、图像、文本、Web操作、程序交互等基本业

务场景中的应用方式，确保选择适合的业务流程，提高业务

处理效率和质量。

1.2.2能根据 RPA机器人应用业务流程文档，准确分析人工

流程的痛点，确保 RPA机器人解决业务痛点，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人为错误。

1.2.3能根据 RPA适用的流程描述文档，通过辩证地讨论和

分析，确保得出部署 RPA机器人后的收益和局限性，指导

企业优化流程，达到效益最大化。

1.2.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进行业务场景分析、流

程规划。

1.3 RPA基

本语法理解

1.3.1能根据 RPA基本语法操作规范，准确掌握 RPA机器人

应用所需数据类型、变量、运算符、条件语句、循环语句、

字符串处理等基本语法知识。

1.3.2能根据 RPA基本语法操作规范和适用业务流程，通过

相关示例使用不同数据类型、条件语句、循环语句等，确保

RPA基本语法在不同业务场景下的准确应用。

1.3.3能根据相关示例的应用和开发流程，准确调试遇到的问

题、及时捕获和处理异常流程，确保操作准确性的同时加强

信息保护。

1.3.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动手能力，能够进行 RPA程序

流程设计。

2.财务服

务机器人

应用

2.1 工资条

发送机器人

应用

2.1.1能根据工资条发送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读取工资条数

据、拆分工资单，确保逐条发送至对应员工的邮箱或者其他

指定位置。

2.1.2能根据工资条发送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该机器人

运行，如遇到发送失败的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

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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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财务服

务机器人

应用

2.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优化拆分工资条和发送

工资条的流程，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1.4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善于沟通，能随

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

2.2网银付

款机器人应

用

2.2.1能根据网银付款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采集付款数据，

登录网银系统录入付款数据，确保自动生成授权支付凭证、

提交审批并自动付款。

2.2.2能根据网银付款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如遇到付款失败的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

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从采集、录入、生

成付款单据并提交审核的业务流程，设计付款机器人流程

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2.4严谨细致，具备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思维和理解

能力。

2.3汇率维

护机器人应

用

2.3.1能根据汇率维护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采集中国银行中

行折算价数据，确保自动生成并写回汇率数据。

2.3.2能根据汇率维护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自动抓取和计算汇率数据，如遇到失败情况，确保可以

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自动采集和写回汇

率数据的业务流程，设计汇率维护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

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3.4严谨细致，具备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思维和理解

能力。

3.政务服

务机器人

应用

3.1学生信

息核对机器

人应用

3.1.1能根据学生信息核对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分类、查询、

核对学生信息，确保准确核对学生信息并建立电子档案数据

库。

3.1.2能根据学生信息核对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

运行，如遇到核对失败的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

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自动分类、查询、

核对的业务流程，设计学生信息核对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

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1.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严谨细致，较强

的动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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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政务服

务机器人

应用

3.2人资信

息更新机器

人应用

3.2.1能根据人资信息更新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跨多个系统

录入姓名、年龄、性别和籍贯等常规档案信息，确保完成人

资信息的录入和审批。

3.2.2能根据人资信息更新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

运行，保证信息录入的准确性，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

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信息录入、审批的

业务流程，设计人资信息更新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

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2.4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能随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

3.3政府采

购机器人应

用

3.3.1能根据政府采购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抓取单位采购系

统中的业务单据，修改单位采购系统中对应单据的执行状

态，确保两套系统执行进度一致，数据一致。

3.3.2能根据政府采购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如遇到信息录入和系统执行进度不一致情况，确保可以

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3.3 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两套系统执行的

业务流程，设计政府采购机器人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

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2.4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流程设计能力，熟悉《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2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自动化

转型意识

树立

1.1自动化

意识培养

1.1.1能根据自动化转型及人才培养方案，树立 RPA流程自

动化重要性的意识，确保消除员工顾虑，达成自动化共识。

1.1.2能根据自动化转型及人才培养方案，准确理解业务流程

标准化和环境数字化，确保夯实自动化转型的应用基础。

1.1.3能根据自动化转型及人才培养方案，识别作业流程中可

以自动化的部分，优化作业流程中不能自动化的部分，确保

员工养成自动化优先意识。

1.1.4具备创新意识，善于学习和钻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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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自动化

转型意识

树立

1.2自动化

流程实施

1.2.1能根据自动化实施方法论，明确 RPA机器人实施目标，

充分发掘流程自动化场景，确保准确评估 RPA机器人的投

入和产出。

1.2.2能根据自动化实施方法论，组建 RPA机器人实施团队，

明确团队组织框架、各自权限和履行责任。

1.2.3能根据自动化实施方法论，进一步对业务流程实施优先

级排序，设计和确定基于 RPA机器人的新业务流程，确保

自动化任务需求价值最大化。

1.2.4具备创新意识，善于学习和钻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1.3自动化

运行维护

1.3.1能根据机器人管理文档要求，持续关注机器人项目的运

行情况，同步跟进系统软件的维护优化和人员培养，确保自

动化实施的持续改进。

1.3.2能根据机器人管理文档要求，持续维护计算机硬件设施

和软件工具，确保减少软件运行过程中突发性故障，保障工

作正常运行。

1.3.3能根据机器人管理文档要求，树立持续改进业务流程意

识，建立不断自我优化的机制，确保信息反馈及时并得到最

佳解决方案。

1.3.4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能随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

2.税务管

理机器人

应用

2.1发票查

验机器人应

用

2.1.1能根据发票查验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识别和录入发票

票面信息，确保自动校验发票真伪，并反馈和记录结果。

2.1.2能根据发票查验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发票查验机

器人运行，如遇到未通过校验的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

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发票识别、比对、

反馈表填写等业务流程，设计发票查验机器人流程图，确保

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1.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善于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2.2纳税申

报机器人应

用

2.2.1能根据纳税申报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编制工作底稿、

生成申报表，自动登录税务局系统填写纳税申报表，确保及

时准确完成不同税种纳税申报工作。

2.2.2能根据纳税申报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行

情况，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

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不同税种纳税申报

操作流程，设计不同税种纳税申报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

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2.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学习能力，掌握纳税申报操作步

骤及规范，有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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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税务管

理机器人

应用

2.3税务统

计机器人应

用

2.3.1能根据税务统计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抓取税务数据、

登记统计台账，确保自动出具统计分析报告。

2.3.2能根据税务统计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

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确定统计范围、设计标

准化统计表格、设计税务统计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

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3.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具备业务思维和

服务意识。

3.财务审

计机器人

应用

3.1货币资

金审定表机

器人应用

3.1.1能根据货币资金审定表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收集数据

完成期初审定数、抓取账项调整数及重分类调整数，确保准

确计算期末审定数。

3.1.2能根据货币资金审定表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

人运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

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确定货币资金审定表要

素、范围和业务流程，设计货币资金审定流程图，确保在开

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1.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具备业务思维和

服务意识。

3.2往来询

证函机器人

应用

3.2.1能根据往来询证函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收集数据、填

写往来账项询证函中相关的信息，确保往来询证工作准确性

和及时性。

3.2.2能根据往来询证函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

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确定往来询证函要素、

范围和操作流程，设计往来询证程序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

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2.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具备业务思维和

服务意识。

3.3期末试

算平衡表机

器人应用

3.3.1能根据期末试算平衡表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抓取期末

试算平衡表中各报表项目期初审定数及期末未审数计算填

写，确保完成期末试算平衡校验。

3.3.2能根据期末试算平衡表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

人运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

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确定期末试算平衡表要

素、范围和操作流程，设计标准化期末试算平衡表模板和流

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3.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流程设计能力，具备业务思维和

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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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政府财务与会计机器人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报表管

理机器人

应用

1.1 账表核
对机器人应
用

1.1.1能根据账表核对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登录财务和业务
系统，提取账表数据，自动完成数据项对比，确保账表核对
准确性和及时性。
1.1.2能根据账表核对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
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1.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会计账簿与会计报
表、业务表的核对要素和操作流程，设计账表核对的流程图，
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1.1.4严谨细致，具备较强的逻辑判断和流程优化能力。

1.2会计报
表编制机器
人应用

1.2.1能根据会计报表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完成数据抓
取、导出、计算及填报等工作，确保自动出具本单位的资产
负债表、利润表和报表附注。
1.2.2能根据会计报表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
运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
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1.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报表编制逻辑规则
和操作流程，设计报表编制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
清除潜在的问题。
1.2.4熟悉报表的勾稽关系，具备较强的数字敏感度和逻辑思
维能力。

1.3决算报
表编制机器
人应用

1.3.1能根据决算报表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提取核算软
件的账簿数据，并填报到财政决算系统中，确保自动生成决
算报表及报表附注。
1.3.2能根据决算报表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
运行，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
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1.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决算报表编制逻辑
规则和操作流程，设计决算报表编制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
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1.3.4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善于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

2.预算管

理机器人

应用

2.1预算编
制机器人应

用

2.1.1能根据预算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获取预算编制基
础数据，根据预设的规则，自动登录财政部门预算系统，确
保预算数据的填报及审核。
2.1.2能根据预算编制机器人应用手，及时监控机器人运行，
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
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预算编制逻辑规
则、建立标准化的预算编审汇总表、设计预算编制流程图，
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1.4严谨细致，具备较强的统筹能力和数据挖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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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预算管

理机器人

应用

2.2执行监

控机器人应

用

2.2.1能根据执行监控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完成信息查询，

实时监测预算执行情况，确保对不符合预算的开支进行预

警。

2.2.2能根据执行监控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对不符合预算的开支进行复核，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

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预算编制数据及预

警维度，调整预警临界值和预警区间，设计执行监控流程图，

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2.4具备项目管理思维、业务统筹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2.3预算分

析机器人应

用

2.3.1能根据预算分析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完成预算下达数

据、实际执行数据和历史数据的汇总、核对拆分等工作，确

保输出预算分析报告。

2.3.2能根据预算分析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检查预算分析规则，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

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2.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预算分析指标、确

定预算分析模板、设计预算分析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

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2.3.4熟悉《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善于学习和钻研，具有

较强的分析能力。

3.绩效管

理机器人

应用

3.1绩效跟

踪机器人应

用

3.1.1能根据绩效跟踪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完成跨平台数据

处理，根据预设绩效目标判断绩效目标偏差，监控绩效目标

的实现程度，确保自动生成绩效运行跟踪监控报告。

3.1.2能根据绩效跟踪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对跟踪监控报告中显示绩效运行进度不可控的项目进行

复核，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

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1.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绩效跟踪范围、方

式及目标绩效偏差率、计绩效跟踪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

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1.4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目标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3.2 绩效考

核机器人应

用

3.2.1能根据绩效考核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调取各子系统数

据，自动完成数据收集、汇总、整理、指标计算，确保形成

完整绩效考核记录。

3.2.2能根据绩效考核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检查绩效考核指标计算规则，如遇到异常情况，确保可

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2.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梳理量化考核指标、风

险点、建立模型，设计绩效考核流程图，确保在开发之前找

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2.4坚持实事求，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应用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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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绩效管

理机器人

应用

3.3绩效评

价机器人应

用

3.3.1能根据绩效评价机器人应用手册，自动搜集基础性指标

数据，自动核实和审定基础资料，确保自动出具绩效评价报

告。

3.3.2能根据绩效评价机器人应用手册，及时监控机器人运

行，检查绩效评价等级体系是否完善，如遇到异常情况，确

保可以复核程序，查找原因，形成分析报告和提出修改建议。

3.3.3能根据该业务场景的分析报告，选择绩效评价标准，修

改、补充和完善绩效评价等级标准，设计绩效评价流程图，

确保在开发之前找到并清除潜在的问题。

3.3.4坚持科学、民主、公平原则，擅于发现问题并能提出富

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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